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血管紧张素转换酶一２在压力超负荷大鼠心肌中的表达
及替米沙坦干预的实验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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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探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一２（ＡＣＥ２）在压力超负荷大鼠心肌中的表达，以及替米沙坦对其

【摘要】

表达的影响。方法将８周龄雄性ＳＤ大鼠６０只随机分为假手术组、模型组和替米沙坦低、高剂量治疗组。制
备腹主动脉缩窄动物模型。替米沙坦高、低剂量组大鼠术前１ ｄ开始分别给予替米沙坦１０ ｍｇ·妇１·ｄ１和
２

ｍｇ·ｋ９１１·ｄ１管饲，假手术组和模型组则饲以等量生理盐水，每日１次，持续３周。３周后留取血浆和心肌

组织标本，以放射免疫法检测血浆和心肌血管紧张素Ⅱ（ＡｎｇⅡ）浓度；以逆转录一聚合酶链反应（ＲＴ—ＰＣＲ）检

测心肌中ＡＣＥ２和ＡｃＥ的ｍＲＮＡ表达；以蛋白质免疫印迹法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ｔｉｎｇ）检测其蛋白表达。结果

与

假手术组比较，模型组血浆及心肌中ＡｎｇⅡ浓度明显增高（血浆（４９５．１士５５．６）ｎｇ／Ｌ比（２６９．２士３９．５）ｎｇ／Ｌ，
心肌（１０３．６±２３．７）ｎｇ儋比（４９．５±１３．５）ｎｇ／ｇ，Ｐ均＜ｏ．０１］，用替米沙坦干预可升高其水平（Ｐ均＜ｏ．０５），
高剂量组显著高于低剂量组［血浆（７０２．２±４０．６）ｎｇ／Ｌ比（６１２．６±３５．５）ｎｇ／Ｌ，心肌（２１１．５±２１．５）ｎｇ／ｇ比
（１８９．６±４３．６）ｎｇ儋，Ｐ均＜ｏ．０５］。模型组心肌ＡｃＥ２蛋白及基因表达均增加（蛋白１．１６±ｏ．０６比ｏ．７９±
ｏ．０４，基因ｏ．５４士Ｏ．０８比０．４１±ｏ．０４，Ｐ均＜ｏ．０５）。与模型组比较，替米沙坦干预使心肌ＡｃＥ２表达增加，呈
剂量依赖性，其中低、高剂量组ＡＣＥ２蛋白表达分别增高１．ｏ倍、１．６倍，基因表达分别增高１．３倍、１．６倍
（尸均＜ｏ．０５）。模型组ＡｃＥ蛋白及基因表达显著增加（蛋白２．１０±１．０７比１．０２±Ｏ．０５，基因１．９３±ｏ．０９比

ｏ．２６土ｏ．０９，Ｐ均＜ｏ．０１），替米沙坦对其表达无显著影响（Ｐ均＞ｏ．０５）。结论腹主动脉缩窄可显著上调心
肌ＡＣＥ和ＡＣＥ２的蛋白及基因表达；替米沙坦可能通过上调其水平来发挥治疗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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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００年，两个独立的研究小组几乎在同一时间

异系数＜１０％。

内报告了他们新发现的一种血管紧张素转换酶

１．２腹主动脉缩窄动物模型的制备及分组：８周龄

（ＡＣＥ），分别被命名为ＡＣＥ２ｎ ３和ＡＣＥＨ姐３，现在一

雄性ＳＤ大鼠６０只，体重２５０～３００ ｇ，由中山大学

般称之为ＡＣＥ２。初步研究表明，ＡＣＥ２有拮抗ＡＣＥ

实验动物中心提供。参考Ｊｏｕａｎｎｏｔ等曲３介绍的方法

的作用，是继血管紧张素一（１—７）［Ａｎｇ一（１—７）］之后发

行腹主动脉缩窄术，致动脉狭窄约７０％。假手术组

现的肾素一血管紧张素系统（ＲＡＳ）的又一新成员∞３。

只切开，不缩窄腹主动脉。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大鼠分

Ａｎｇ一（１—７）不仅具有扩张血管、利钠利尿、降低血

为４组：假手术组、腹主动脉缩窄组（模型组）、替米

压、抗炎、抗增生、纤溶调节的作用，还具有保护血管

沙坦低剂量（２ ｍｇ·ｋｇ＿１·ｄ＿１）治疗组和替米沙坦

内皮、保护心脏功能、促进伤口愈合等作用“。７ ３，而体

高剂量（１０ ｍｇ·ｋｇ＿１·ｄ＿１）治疗组，每组１５只。各

内Ａｎｇ一（１—７）主要来自ＡＣＥ２对ＡｎｇⅡ的水解ｎ

组最后进入实验的大鼠分别有１５、１２、１３和１１只。

３，

故深入研究ＡＣＥ２表达的调控，对心血管疾病的防

术前１ ｄ替米沙坦组以替米沙坦１ ｍｌ后管饲，假手

治具有重要意义。

术组及模型组则饲以等量生理盐水，持续３周。

替米沙坦（ｔｅｌｍｉｓａｒｔａｎ）为一种新型、长效的Ｉ

１．３检测指标及方法

型ＡｎｇⅡ受体（ＡＴｌ）阻断剂（ＡＲＢ），不仅能有效降

１．３．１

低血压，还具有抗炎症、抗血栓等非降压作用。ＡＲＢ

前由右心室取血２ ｍｌ，注入含有抑肽酶的抗凝管中

在阻断ＡＴｌ的同时，可使血浆Ａｎｇ一（１—７）水平升高

摇匀，４℃下２ ５００×ｇ离心１５ ｍｉｎ，分离血浆置于

约５～２５倍“３，其有关机制尚不清楚。我们新近完成

一２０℃冰箱保存待测。取左心室游离壁心肌，称重

的研究表明，替米沙坦呈剂量（浓度）和时间依赖性

后放入煮沸的醋酸中（１ ｍｏｌ／Ｌ），２０ ｍｉｎ后取出，研

地显著上调人血管内皮细胞ＡＣＥ２的蛋白及基因

磨１

表达“３。但ＡＲＢ能否上调压力超负荷大鼠心肌

管中一２０℃保存待测。血浆及心肌ＡｎｇⅡ浓度测定

ＡＣＥ２的表达，目前尚无一致结论。为此，我们采用

均采用放射免疫法，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。

大鼠腹主动脉缩窄模型，从分子生物学角度观察替

血浆及心肌ＡｎｇⅡ浓度测定：在心脏停跳

ｍｉｎ，３

１．３．２

０００×ｇ离心１５ ｍｉｎ，上清液置于聚乙烯

逆转录一聚合酶链反应（ＲＴ—ＰＣＲ）检测心肌

米沙坦对压力超负荷大鼠心肌ＡＣＥ２表达的影响。

ＡＣＥ２和ＡＣＥ的ｍＲＮＡ表达：①取左室游离壁组

１材料与方法

织约１００ ｍｇ，用ＴＲＩｚｏｌ提取总ＲＮＡ，一７０℃保存

主要试剂：替米沙坦由德国Ｂｏｅｈｒｉｎｇｅｒ公司

备用。②ｃＤＮＡ的ＰＣＲ扩增：将ＲＮＡ逆转录生成

提供；山羊抗大鼠ＡＣＥ２单克隆抗体（单抗，一抗）

的ｃＤＮＡ作为模板进行扩增。ＡＣＥ２引物序列：上游

购于美国Ｒ＆Ｄ公司；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兔抗

５’一ＣＡＴＴＧＧＡＧＣＡＡＧＴＧＴＴＧＧＡＴＣＴＴ一３’，下游

１．１

山羊多克隆抗体ＩｇＧ（多抗）和山羊抗大鼠ＡＣＥ单
抗购于美国Ｓａｎｔａ Ｃｒｕｚ公司；ＡｎｇⅡ放射免疫试剂
盒购自中国同位素公司北方免疫试剂研究所，其检
测灵敏度为１０ ｎｇ／Ｌ，批内变异系数＜５％，批间变
基金项目：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（５００１６７６）；国家教育部博
士点基金项目（２００２０５５８０６４）；深圳市医学重点学科建设专项基金资

５

７一ＧＡＧＣＴＡＡＴＧＣＡＴＧＣＣＡＴＴＣＴＣＡ一３’，目的产

物扩增片段为２９８ ｂｐ。ＡＣＥ引物序列：上游５ ７一ＣＣ
ＧＡＡＡＴＡＣＧＴＧＧＡＡＣＴＣＡＴＣＡＡ一３ ７，下游５ ７一ＣＡ
ＣＧＡＧＴＣＣＣＣＴＧＣＡＴＣＴＡＣＡ一３ ７，目的产物扩增

片段为２４３ ｂｐ。口一肌动蛋白（Ｂ—ａｃｔｉｎ）引物序列：上游
５ ７一ＧＧＡＣＴＣＣＴＡＴＧＴＧＧＧＴＧＡＣＧＡＧＧ一３

７，下游

（２００４０４０１７３，２００７０２０１１）；深圳市卫生局科技计划项目（２００６４１）；深

５ ７一ＧＧＧＡＧＡＧＣＡＴＡＧＣＣＣＴＣＧＴＡＧＡＴ一３

７，目的

圳市宝安区科技计划项目（２００５０９８，２００６０１４）

产物扩增片段为８６６ ｂｐ。ＰＣＲ反应条件：９４。Ｃ变性

助项目（２００５—２５一Ｃ１３，２００５—２５一Ｃ９）；深圳市科技计划项目

作者单位：５１８１０１广东深圳，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宝安医院（王立

５０

ｓ，５５℃退火５０ ｓ，７２℃延伸１ ｍｉｎ。循环３２次，

军，张文武，田方，顾海波，郝艳华，邹红梅，周秋玲）；５１００８０广州中
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（马虹，廖新学，何建桂，蔡乙明）；５１８１０１
广东深圳，广东医学院附属福田医院（胡雪松）
作者简介：王立军（１９６３一），男（汉族），山东省人，医学博士，硕
士生导师，主任医师，Ｅｍａｉｌ：ｗａｎｇｌｊ６３＠１６３．ｃｏ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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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延伸１０ ｍｉｎ。ＰＣＲ产物定量：取５弘ｌ扩增产物
用于琼脂糖凝胶电泳，用凝胶图像分析仪扫描并分
析各条带，并测定其吸光度（Ａ）值，以恒量表达的
Ｂ—ａｃｔｉｎ ｍＲＮＡ为内参照进行校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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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．３．３蛋白质免疫印迹法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ｔｉｎｇ）检测

较假手术组明显增加（Ｐ＜ｏ．０５）；替米沙坦治疗组

心肌ＡＣＥ２和ＡＣＥ的蛋白表达：取左心室游离壁

ＡＣＥ２

ｍ１

组织，用１

ｍＲＮＡ表达显著增加，并呈剂量依赖性，高、

ｉｍｍｕｎｏ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

低剂量组较假手术组分别增加约２．４倍、２．ｏ倍，较

ａｓｓａｙ）裂解液进行匀浆，离心取上清液，以考马斯亮

模型组增加约１．６倍、１．３倍（Ｐ均＜ｏ．０１），高、低

蓝法进行蛋白质定量。取３０ ｐｇ蛋白质加５×十二烷

剂量组间比较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（Ｐ＜ｏ．０５）。
＼

ＲＩＰＡ（ｒａｄｉｏ

基硫酸钠（ｓＤＳ）缓冲液，加热使蛋白质变性，然后进
行电泳分离、转膜、封闭，然后加入按１：５００稀释的
一抗（山羊抗大鼠ＡＣＥ２单抗或山羊抗大鼠ＡＣＥ
单抗）培育过夜，用吐温（Ｔｗｅｅｎ）２０的Ｔｒｉｓ缓冲液
（ＴＢＳＴ）洗３次；力Ⅱ人按１：１ ｏｏｏ稀释的二抗（辣根
过氧化物酶标记兔抗山羊ＩｇＧ）培育１ ｈ，ＴＢＳＴ洗３

１～４依次为假手术组、模型组和替米沙坦低、高剂量组

次，用化学发光法检测。结果用凝胶图像分析系统对

图１替米沙坦对压力超负荷大鼠心肌ＡＣＥ２蛋白表达的影响

胶片扫描，各组间进行半定量分析和比较。
１．４统计学处理：使用ＳＰＳＳ １０．ｏ统计软件，数据
以均数±标准差（ｚ±ｓ）表示，均数比较用方差齐性
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（ｏｎｅ—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），Ｐ＜
ｏ．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。
结

２
２．１

果

（表１）：与假手术组比较，模型组血浆、心肌ＡｎｇⅡ
浓度分别升高约１０９．３％、８３．９％（Ｐ均＜ｏ．０１）；与
模型组比较，替米沙坦低剂量组血浆、心肌ＡｎｇⅡ
浓度分别升高约８３．Ｏ％、２３．７％，高剂量组升高约
１０４．２％、４１．８％（Ｐ均＜ｏ．０５），且高、低剂量组间差
异也有统计学意义（Ｐ＜ｏ．０５）。
２．２

ｌ～４依次为假手术组、模型组和替米沙坦低、高剂量组

替米沙坦对血浆和心肌ＡｎｇⅡ水平的影响

图２替米沙坦对压力超负荷大鼠心肌ＡｃＥ２ ｍＲＮＡ表达的影响

２．４替米沙坦对心肌ＡＣＥ蛋白表达的影响（表１，
图３）：基础状态下大鼠心肌组织有一定量ＡＣＥ蛋
白表达；模型组ＡＣＥ蛋白表达较假手术组显著增
加（Ｐ＜Ｏ．０１）；与模型组比较，高、低剂量的替米沙
坦对ＡＣＥ蛋白表达均无显著影响（Ｐ均＞Ｏ．０５）。

替米沙坦对心肌ＡＣＥ２蛋白表达的影响（表１，

图１）：基础状态下大鼠心肌组织即有一定量的
ＡＣＥ２蛋白表达；模型组ＡＣＥ２蛋白表达较假手术
组明显增加（Ｐ＜ｏ．０５）；替米沙坦治疗组ＡＣＥ２蛋
白表达显著增加，并呈剂量依赖性，高、低剂量组较
假手术组分别增加约２．８倍、１．９倍，较模型组分别
增加约１．６倍、１．Ｏ倍（Ｐ均＜ｏ．０１），高、低剂量组

１～４依次为假手术组、模型组手¨薛米沙坦低、高剂量组
图３替米沙坦对压力超负荷大鼠心肌ＡｃＥ蛋白表达的影响

间比较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（Ｐ＜ｏ．０５）。
２．３

替米沙坦对心肌ＡＣＥ２ ｍＲＮＡ表达的影响

２．５

替米沙坦对心肌ＡＣＥ ｍＲＮＡ表达的影响

（表１，图２）：基础状态下大鼠心肌组织即有一定量

（表１，图４）：在基础状态下，大鼠心肌组织即有一定

的ＡＣＥ２ ｍＲＮＡ表达；模型组ＡＣＥ２ ｍＲＮＡ表达

量的ＡＣＥ ｍＲＮＡ表达；模型组ＡＣＥ ｍＲＮＡ表达

表ｌ

替米沙坦对压力超负荷大鼠血浆和心肌ＡｎｇⅡ、心肌ＡＣＥ２和ＡＣＥ蛋白及ｍＲＮＡ表达的影响（；±ｓ）

注：与假手术组比较，８Ｐ＜ｏ．０５，６Ｐ＜ｏ．０１；与模型组比较，。Ｐ＜ｏ．０５，４Ｐ＜ｏ．０１；与替米沙坦低剂量组比较，。Ｐ＜ｏ．０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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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假手术组显著增加（Ｐ＜ｏ．０１）。与模型组比较，

故ＡＣＥ２在一定范围内表达上调，对心血管系统起

高、低剂量的替米沙坦对ＡＣＥ蛋白表达均无显著

保护作用，而ＡＣＥ２表达低下与扩张型心肌病、心

影响（尸均＞ｏ．０５）。

功能不全的发病有关。Ｃｒａｃｋｏｗｅｒ等ｎ钉将小鼠的
ＡＣＥ２基因敲除，６个月龄时，超声心动图发现左心
室室壁运动显著减弱，室壁变薄，左心室舒张末期容
积增大，心肌、肾脏及血浆ＡｎｇⅡ水平升高２倍。
ＡＣＥ和ＡＣＥ２基因双敲除小鼠在６个月龄时与野
生型比较，其心功能及血压无异常。自发性高血压

１～４依次为假手术组、模型组和替米沙坦低、高剂量组

（ＳＨＲ）大鼠心肌转染ＡＣＥ２基因后，血压明显下

图４替米沙坦对压力超负荷大鼠心肌ＡｃＥ ｍＲＮＡ表达的影响

降，心肌肥厚和纤维化显著减轻，心功能改善ｎ们；
ＡＣＥ２是ＳＨＲ的候选基因之一ｎ＂。心力衰竭时，人

３讨

论

类心肌组织ＡＣＥ２表达上调，伴Ａｎｇ一（１—７）生成增

ＡＣＥ和ＡＣＥ２是血管紧张素合成主要的限速

加口８３；未治疗ｓＨＲ患者尿中Ａｎｇ一（１—７）排泄率显著

酶，是ＲＡＳ的枢纽。虽然ＡＣＥ２与ＡＣＥ的同源性

低于正常人，其尿中浓度与血压成反比ｎ∞；正常妊

达４２％，但其生物学作用却大不相同口。２３。目前认

娠时，肾脏中Ａｎｇ一（１—７）水平增加，尿中Ａｎｇ一（１—７）

为，ＡＣＥ２主要拮抗ＡＣＥ，是ＲＡＳ的负调节物。传

排泄率也明显增加；先兆子痫患者血压升高，尿中

统的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（ＡＣＥＩ）对ＡＣＥ２无

Ａｎｇ一（１—７）排泄率显著低于正常妊娠者＠”。故认为

抑制作用∞３。本研究发现：①腹主动脉缩窄使血浆及

人类高血压的发生可能与ＡＣＥ２表达下调有关。本

心肌中ＡｎｇⅡ浓度均明显增高，替米沙坦使之进一

研究证实替米沙坦可显著上调压力超负荷大鼠心肌

步升高；②替米沙坦显著上调腹主动脉缩窄大鼠心

ＡＣＥ２表达，可能是ＡＲＢ的治疗作用之一。

肌ＡＣＥ２的蛋白及基因表达，并呈剂量依赖性，在

ＡＲＢ升高组织和血浆Ａｎｇ一（１—７）水平的具体

ＡＣＥ的蛋白及基因表达无显著影响。我们认为

机制至今仍未完全阐明。替米沙坦上调压力超负荷

ＡＣＥ２表达增强是为了“弥补”ＲＡＳ负性调节轴的

大鼠心肌和人血管内皮细胞ＡＣＥ２的表达，为ＡＲＢ

不足，可在某种程度上减轻ＡｎｇⅡ的损害。作为两

升高Ａｎｇ一（１—７）水平的机制提供了实验依据。ＡＲＢ

种相互拮抗的物质，ＡＣＥ２和ＡＣＥ之间可能存在目

一方面上调ＡＣＥ２表达，另一方面在阻断ＡＴｌ受体

前尚不为人知的相互调节机制。

的同时使组织和血浆中ＡｎｇⅡ水平升高，为ＡＣＥ２

新近研究表明，ＡＲＢ在降低血压的同时，可抑

提供更多底物，使组织和循环中Ａｎｇ一（１—７）水平显

制心肌梗死患者的心室重构¨”。动物实验研究表

著升高；Ａｎｇ一（１—７）又在受体和信号转导水平抑制

明，ＡＲＢ可抑制心肌梗死大鼠的心肌肥厚和纤维

ＡｎｇⅡ作用，加强ＡＲＢ对ＡＴｌ受体的阻断效应。

化¨卜１２３，并使心肌ＡＣＥ２基因表达增加ｎ１’”。，但不

最近的研究发现。卜２扪：替米沙坦除有降低血压

同的ＡＲＢ在上调ＡＣＥ２表达方面存在差异ｎ”，这

作用外，还可降低糖尿病发生率，改善胰岛素抵抗；

些研究结果之间亦存在矛盾。我们以往的研究发现，

通过干扰血栓素Ａ。信号转导而抑制血小板活化；

替米沙坦呈剂量（浓度）和时间依赖性显著上调人血

通过激活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７（ＰＰＡＲ７）

管内皮细胞ＡＣＥ２蛋白和基因表达，此作用独立于

抑制炎症反应；通过活化蛋白激酶Ｂ使一氧化氮产

其对血管紧张素受体的阻断作用∞３。本研究从基因

生及释放增加，防止内皮细胞凋亡。本研究结果表

和蛋白水平又证实替米沙坦可上调压力超负荷大鼠

明，替米沙坦对ＡＣＥ２的上调独立于对ＡｎｇⅡ受体

心肌ＡＣＥ２的表达，并呈剂量依赖性，在阐明ＡＲＢ

的阻断作用，其确切机制有待于进一步探讨。

的作用机制方面有一定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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